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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出气一氧化氮浓度、诱导痰嗜酸粒细胞分数及二者联合
对咳嗽变异性哮喘与感染后咳嗽所致儿童慢性咳嗽的
鉴别诊断价值
张钰，张丽珍，申永旺，田君平，梁海联，陈欣
【摘要】 目的

分析呼出气一氧化氮（FeNO）浓度、诱导痰嗜酸粒细胞分数及二者联合对咳嗽变异性哮喘（CVA）

与感染后咳嗽（PIC）所致儿童慢性咳嗽的鉴别诊断价值。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 月定州市人民医院儿科

收治的慢性咳嗽患儿 84 例，根据病因分为 CVA 组 32 例和 PIC 组 52 例。比较两组患儿 FeNO 浓度、日间咳嗽症状积
分、夜间咳嗽症状积分、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肺功能指标〔包括用力肺活量（FVC）、第 1 秒用力呼气容

积（FEV1）、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与用力肺活量比值（FEV1/FVC）及最大呼气流量（PEF）〕及诱导痰细胞检查结果，

绘制 ROC 曲线以评价 FeNO 浓度、诱导痰嗜酸粒细胞分数及二者联合对 CVA、PIC 所致儿童慢性咳嗽的鉴别诊断价值。
结果 CVA 组患儿 FeNO 浓度、诱导痰嗜酸粒细胞分数高于 PIC 组（P<0.05）；两组患儿日间咳嗽症状积分、夜间咳

嗽症状积分、VAS 评分、FVC、FEV1、FEV1/FVC、PEF 及诱导痰淋巴细胞分数、中性粒细胞分数、巨噬细胞分数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ROC 曲线显示，FeNO 浓度、诱导痰嗜酸粒细胞分数及二者联合鉴别诊断 CVA 与 PIC
所致儿童慢性咳嗽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725〔95%CI（0.623，0.827）〕、0.718〔95%CI（0.599，0.836）〕
及 0.757〔95%CI（0.661，0.853）〕；二者联合鉴别诊断 CVA、PIC 所致儿童慢性咳嗽的 AUC 大于 FeNO 浓度、诱导
痰嗜酸粒细胞分数（P<0.05）。结论

FeNO 浓度、诱导痰嗜酸粒细胞分数对 CVA 与 PIC 所致儿童慢性咳嗽具有一定

鉴别诊断价值，且二者联合的鉴别诊断价值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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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tic value of FeNO concentration，induced sputum

eosinophils ratio and combination of the above two on chronic cough caused by cough variant asthma（CVA）and by post-

infectious cough（PIC）in children.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8 to January 2019，a total of 84 children with chronic cough

were selected in the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the People's Hospital of Dingzhou，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VA group
（n=32）and PIC group（n=52）according to the etiological factors. FeNO concentration，daytime and nighttime cough

symptom score，VAS score，index of pulmonary function（including FVC，FEV1，FEV1/FVC and PEF）and induced sputum

cytoscopy result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moreover ROC curve was drawn to evaluate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tic

value of FeNO concentration，induced sputum eosinophils ratio and combination of the above two on chronic cough caused by
CVA and by PIC in children. Results FeNO concentration and induced sputum eosinophils ratio in CVA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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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PIC group（P<0.05）；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aytime or nighttime

cough symptom score，VAS score，FVC，FEV1，FEV1/FVC，PEF，lymphocyte ratio，neutrophils ratio or macrophage

ratio in induced sputum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ROC curve showed that，AUC of FeNO concentration，induced
sputum eosinophils ratio and combination of the above two i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chronic cough caused by CVA and by PIC in

children was 0.725〔95%CI（0.623，0.827）〕，0.718〔95%CI（0.599，0.836）〕and 0.757〔95%CI（0.661，0.853）〕，
respectively，moreover AUC of combination of FeNO concentration and induced sputum eosinophils ratio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at of each single i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chronic cough caused by CVA and by PIC in children，
respectively（P<0.05）. Conclusion

FeNO concentration and induced sputum eosinophils ratio have differential diagnostic

value on chronic cough caused by CVA and by PIC in children，and combination of the above two has higher differential
diagnostic value.

【Key words】

Cough；Child；Cough variant asthma；Post-infectious cough；Fractional exhaled nitric oxide；

Induced sputum eosinophils；Differential diagnosis

儿童慢性咳嗽是指儿童出现咳嗽且持续 4 周以上的一种
［1-2］

临床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

，病因复杂，主要包括咳嗽变

异性哮喘（CVA）、感染后咳嗽（PIC）、上气道咳嗽综合征

（UACS）及胃食管反流性咳嗽（GERC）等，其中 CVA、PIC
在临床上较常见

。CVA 与 PIC 所致慢性咳嗽患儿的临床

［3］

表现相似，且均表现为气道高反应性，因此肺功能检查无法
准确区分两种致病原因。CVA 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哮喘，是导

致儿童慢性咳嗽的主要病因，部分 CVA 所致儿童慢性咳嗽可
发展为典型哮喘，进而严重影响患儿的生活质量及身体发育；
PIC 所致儿童慢性咳嗽具有自愈性，但若患儿同时合并细菌感

1.2

（1） 采 用 NIOX 测 定 系 统 检 测 两 组 患 儿

观察指标

FeNO 浓度，具体操作方法：患儿排空肺内气体后用嘴含住过
滤器，指导其深吸气并平稳呼气，设定呼气流速为 50 ml/s、

时间为 10 s，严格按照仪器说明书进行操作。（2）分别采用

咳嗽症状积分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估两组患儿日间、
夜间咳嗽症状积分及 VAS 评分［5］。（3）采用肺功能检测仪

检测两组患儿肺功能，包括用力肺活量（FVC）、第 1 秒用力

呼气容积（FEV1）、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与用力肺活量比值
（FEV1/FVC）及最大呼气流量（PEF），检测 3 次并以患儿

配合最好的结果为准。
（4）比较两组患儿诱导痰细胞检查结果，

染则可延长咳嗽时间，严重影响其日常生活。因此，早期鉴

具有操作方法：诱导前给予患儿清水漱口，之后行超声雾化

措施以促进患儿快速康复。目前关于呼出气一氧化氮（fractional

至培养皿，再在培养皿中加入 4 倍痰液量体积的 0.1% 二硫苏

别 CVA 与 PIC 所致儿童慢性咳嗽有利于采取有针对性的治疗
exhaled nitric oxide，FeNO）浓度及诱导痰嗜酸粒细胞分数在

儿童慢性咳嗽病因中的鉴别诊断研究报道较多，但关于二者
联合的诊断价值相对较少。本研究旨在分析 FeNO 浓度、诱
导痰嗜酸粒细胞分数及二者联合对 CVA 与 PIC 所致儿童慢性
咳嗽的鉴别诊断价值，现报道如下。
1

1.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 月定州市人民

医院儿科收治的慢性咳嗽患儿 84 例，均符合《中国儿童慢

性咳嗽诊断与治疗指南（2013 年修订）》［4］ 中的儿童慢性
咳嗽诊断标准。纳入标准：（1）年龄 4~13 岁；（2）咳嗽
持续时间 >4 周；（3）影像学检查显示无异常。排除标准：

（1）近 4 周内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者；（2）无法完成

FeNO 或诱导痰嗜酸粒细胞检测者。根据病因将所有患儿分

为 CVA 组 32 例和 PIC 组 52 例。CVA 组中男 17 例，女 15 例；
平均年龄为（6.8±2.5）岁；平均体质指数（BMI）为（19.98
±1.67）kg/m 2；平均咳嗽时间为（1.39±0.27）个月。PIC 组
中男 31 例，女 21 例；平均年龄为（7.0±2.9）岁；平均 BMI

为（20.18±1.43）kg/m2；平均咳嗽时间为（1.41±0.23）个月。
两组患儿性别（χ2=0.341）、年龄（t=0.362）、BMI（t=0.584）、
咳嗽时间（t=0.680）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定州市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
批准（批准号：201802），患儿家属对本研究知情并签署知
情同意书。

吸入 3% 高渗盐水 10 min，而后嘱患儿将唾液吐净并用力咯痰

糖醇进行充分混合，37 ℃环境下温浴 10 min，3 000 目滤网过滤，
而后将滤液 3 000 r/min 离心 3 min（离心半径 10 cm），细胞

沉淀涂片，固定后采用苏木素 - 伊红染色，并在显微镜下进
行细胞分类计数，若患儿在诱导过程中出现不良反应如呕吐、
胸闷、气促等，则立即停止诱导并给予对症处理。
1.3

应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统计学方法

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
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分析采用 χ2 检验；绘制 ROC 曲

线以评价 FeNO 浓度、诱导痰嗜酸粒细胞分数及二者联合对
CVA 与 PIC 所致儿童慢性咳嗽的鉴别诊断价值。以 P<0.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2.1

结果

FeNO 浓 度、 咳 嗽 症 状 积 分 及 VAS 评 分

CVA 组 患 儿

FeNO 浓度高于 PIC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
患儿日间、夜间咳嗽症状积分及 VA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肺功能指标

两组患儿 FVC、FEV1、FEV1/FVC 及 PEF

2.3

诱导痰细胞检查结果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CVA 组患儿诱导痰嗜酸粒细胞分

数高于 PIC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儿诱
导痰淋巴细胞分数、中性粒细胞分数、巨噬细胞分数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2.4

ROC 曲线

ROC 曲线显示，FeNO 浓度、诱导痰嗜酸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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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分数及二者联合鉴别诊断 CVA 与 PIC 所致儿童慢性咳嗽

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725〔95%CI（0.623，0.827）〕、
0.718〔95%CI（0.599，0.836）〕 及 0.757〔95%CI（0.661，

诱导痰嗜酸
粒细胞分数

0.853）〕；二者联合鉴别诊断 CVA 与 PIC 所致儿童慢性咳嗽
的 AUC 大于 FeNO 浓度、诱导痰嗜酸粒细胞分数，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Z 值分别为 2.563、2.864，P 值分别为 0.018、0.015，
表 1 两组患儿 FeNO 浓度、咳嗽症状积分及 VAS 评分比较（x±s）
Table 1 Comparison of FeNO concentration，cough symptom score and
VAS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别

FeNO
（ppb）

例数

CVA 组 32
PIC 组
t值

52

45.98±5.78

日间咳嗽症 夜间咳嗽症 VAS 评分
状积分（分） 状积分（分） （分）

33.89±2.45
13.302

<0.05

P值

3.45±1.34

5.34±2.84

7.56±2.84

0.503

0.922

0.009

3.32±1.02
0.617

5.98±3.23
0.359

0.993

表 2 两组患儿肺功能指标比较（x±s）
Comparison of index of pulmonary function between the two

组别

例数

CVA 组

32

PIC 组
t值

52

FVC（L） FEV1（L） FEV1/FVC（%） PFF（L）

1.35±0.24

1.23±0.34

87.31±12.33

2.04±0.87

0.981

0.540

0.724

0.398

1.41±0.29
0.329

P值

1.28±0.45
0.591

89.63±15.32

0.692

约为 8.45%［7］。CVA、PIC 是诱发儿童慢性咳嗽的主要病因，

0.471

组别

例数

嗜酸粒细胞分数

淋巴细胞分数

中性粒细胞分数

巨噬细胞分数

CVA 组

32

0.128±0.087

0.026±0.013

0.523±0.098

0.522±0.105

13.302

1.950

1.937

1.054

t值

0.054±0.011
<0.05

P值

0.035±0.024
0.055

0.573±0.124

0.498±0.099

0.056

0.295

表 4 FeNO 浓度、诱导痰嗜酸粒细胞分数及二者联合对 CVA 与 PIC
所致儿童慢性咳嗽的鉴别诊断价值
Table 4 Differential diagnostic value of FeNO concentration，induced
sputum eosinophils ratio and combination of the above two on chronic cough
caused by CVA and by PIC in children
指标

最佳
截断值

FeNO 浓度

0.725（0.623，0.827） 40.84 ppb

二者联合

0.757（0.661，0.853）

诱导痰嗜酸粒
细胞分数

3

AUC（95%CI）

0.718（0.599，0.836） 0.75%
0.25

1- 特异度

注：FeNO= 呼出气一氧化氮
图 1 FeNO 浓度、诱导痰嗜酸粒细胞分数及二者联合对 CVA 与 PIC
所致儿童慢性咳嗽鉴别诊断价值的 ROC 曲线
Figure 1 ROC curve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tic value of FeNO
concentration，induced sputum eosinophils ratio and combination of the
above two on chronic cough caused by CVA and by PIC in children

查显示，广东省中山地区 2~12 岁儿童慢性咳嗽发生率约为

表 3 两组患儿诱导痰细胞检查结果比较（x±s，%）
Table 3 Comparison of induced sputum cytoscopy resul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52

参考线

2.13±1.08

注：FVC= 用 力 肺 活 量，FEV1= 第 1 秒 用 力 呼 气 容 积，FEV1/
FVC= 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与用力肺活量比值，PEF= 最大呼气流量

PIC 组

FeNO 浓度

7.94±2.43

注：FeNO= 呼出气一氧化氮，VAS= 视觉模拟评分法，CVA= 咳
嗽变异性哮喘，PIC= 感染后咳嗽

Table 2
groups

二者联合
灵敏度

见图 1、表 4）。

灵敏度 特异度
（%） （%）
85.00

60.89

90.00

83.50

83.50

71.34

讨论
儿童慢性咳嗽是儿童最常见的就诊原因。流行病学调

6.59%［6］，冀北坝上及接坝地区 2~12 岁儿童慢性咳嗽发生率
其中 CVA 是哮喘的一种特殊类型，发生率约占儿童慢性咳嗽
病因的 33.33%［8］，患儿主要临床表现为刺激性干咳，无明显

肺部阳性体征及影像学改变，因此临床误诊率较高；PIC 所致
慢性咳嗽患儿呼吸道感染症状消失后仍存在咳嗽症状，肺部无

明显异常改变，发病年龄主要集中在 3~6 岁［9］。CVA 与 PIC
所致慢性咳嗽患儿均存在气道高反应性，但其治疗方案存在较
大差异，因此误诊误治不仅会加重患儿家庭的经济负担，还会
严重危害患儿身心健康［10-11］，故早期鉴别儿童慢性咳嗽病因
并给予有针对性的治疗措施对改善患儿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儿日间、夜间咳嗽症状积分及

VAS 评分、FVC、FEV1、FEV1/FVC、PEF 间无统计学意义，

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4］，可见 CVA 与 PIC 所致儿童慢性咳

嗽患儿临床症状及肺功能相似。在临床实际操作中，儿童尤

其是年龄 <5 岁患儿依从性差，因此肺功能检查存在一定困难。
临床常采用支气管激发试验诊断 CVA，但试验操作复杂，对

研究人员的技术要求较高，且易诱发气管痉挛，因此其在基
层医院中的应用受限。FeNO 是由呼吸道上皮细胞在炎症刺激
下产生的 NO，其中以嗜酸粒细胞介导的炎性反应诱导呼吸道

上皮细胞产生的 NO 最多［12］，因此 FeNO 可较敏感地反映嗜

酸粒细胞导致的气道炎性反应程度，另外 FeNO 浓度检测无

创且安全，因此常用于哮喘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效果评估［13］。
研究表明，FeNO 浓度对 CVA 亦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14］。
嗜酸粒细胞是一种重要的气道炎性因子，研究表明，CVA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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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诱导痰嗜酸粒细胞分数高于正常对照组，且诱导痰嗜酸粒
［15］

细胞分数越高则提示患儿喘息发生率越高

。高渗盐水诱导

痰细胞检查是一种无创、安全、可靠的气道炎症评价方法，
而诱导痰细胞学计数可更直接、客观地反映气道炎症情况，
为临床诊断提供方向。目前 FeNO 和诱导痰嗜酸粒细胞分数

［6］张莉，黄东明，邱少珍，等 . 广东省中山地区 2~12 岁儿童慢性
咳嗽流行病学调查［J］. 广东医学，2012，33（6）：848-850.
DOI：10.3969/j.issn.1001-9448.2012.06.054.

［7］李苗，佟伟 . 冀北坝上及接坝地区慢性咳嗽患儿的流行病学调查
［J］. 海 南 医 学，2017，28（10）：1702-1704.DOI：10.3969/

在支气管哮喘的诊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结果显示，

j.issn.1003-6350.2017.10.053.

究其原因可能为 PIC 的发病原因是以中性粒细胞升高为主的

children in Area of Upper and Neighboring Dam in northern Hebei

CVA 组患儿 FeNO 浓度、诱导痰嗜酸粒细胞分数高于 PIC 组，

慢性炎症，因此 FeNO 和诱导痰嗜酸粒细胞在两种疾病中存
在明显差异。本研究结果还显示，二者联合鉴别诊断 CVA 与
PIC 所致儿童慢性咳嗽的 AUC 大于 FeNO 浓度、诱导痰嗜酸

粒细胞分数，表明 FeNO 浓度联合诱导痰嗜酸粒细胞分数对

LI M，TONG W.Epidemiological analysis of chronic cough in
Provice［J］.Hainan Medical Journal，2017，28（10）：17021704.DOI：10.3969/j.issn.1003-6350.2017.10.053.

［8］刘国梁，林江涛 .“不明原因”慢性咳嗽的病因构成和临床特

征分析［J］.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09，32（6）：422-425.

CVA、PIC 所致儿童慢性咳嗽的鉴别诊断价值更高。

DOI：10.3760/cma.j.issn.1001-0939.2009.06.007.

与 PIC 所致儿童慢性咳嗽具有一定鉴别诊断价值，且二者联

chronic cough［J］.Chinese Journal of Tuberculosis and Respiratory

综上所述，FeNO 浓度、诱导痰嗜酸粒细胞分数对 CVA

合的鉴别诊断价值更高；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观察指标少，

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偏倚，因此需扩大样本量、增加观察指标
进一步验证结果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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